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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编号: 48339 

序号：1 

姓名: 唐家璇 

职务: 部长 

单位: 中共外交部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共外交部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 2 号   邮编：100701  

电话： 86-10-65961114 

外交部办公厅电话： +86-10-65961100、 +86-10-65961566 

机关党委电话： +86-10-65966300、 +86-10-6596650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339 

迫害案例:  

 追查前中共外交部长唐家璇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37 

  

编号: 48340 

序号：2 

姓名: 张德江 

职务: 委员长 (原浙江省委书记， 广东省委书记， 国务院副总理) 

单位: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交民巷 23 号 邮编:100805 

办公厅(本部)电话: 010-63096213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340 

迫害案例:  

 追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99 

  

编号: 48358 

序号：3 

姓名: 张高丽 

职务: 常委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3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23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34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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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中共政治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务院办公厅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府右街 2 号 

邮编：100017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358 

迫害案例:  

 追查国际对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及随行官员李宪生、佟志武、朱浩

文、张臣良的追查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256 

 追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211 

  

编号: 48400 

序号：4 

姓名: 杨洁篪 

职务: 部长 

单位: 中共外交部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 2 号   邮编：100701   

电话： 86-10-65961114 

外交部办公厅电话： +86-10-65961100、 +86-10-65961566 

机关党委电话： +86-10-65966300、 +86-10-65966500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00 

迫害案例:  

 追查前中共外交部长杨洁篪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01 

  

编号: 48460 

序号：5 

姓名: 于永波 

职务: 总政治部主任兼全军“610办公室”主任 

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60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35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25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2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0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90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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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南京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兴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编号: 48461 

序号：6 

姓名: 李继耐 

职务: 总政治部主任兼全军“610办公室”主任 

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61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兴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编号: 48462 

序号：7 

姓名: 刘永治 

职务: 政治部主任兼“610办公室”主任 

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62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兴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编号: 48463 

序号：8 

姓名: 潘瑞吉 

职务: 政治部主任兼“610办公室”主任 

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63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兴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6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6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6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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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8464 

序号：9 

姓名: 孙大发 

职务: 政治部主任兼“610办公室”主任 

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64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兴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编号: 48465 

序号：10 

姓名: 褚益民 

职务: 政治部主任兼“610办公室”主任 

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65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兴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编号: 48466 

序号：11 

姓名: 李长才 

职务: 政治部主任兼“610办公室”主任 （现任兰州军区政委） 

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兰州军区 

单位系统:“610”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66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兴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6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6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6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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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48467 

序号：12 

姓名: 王长贵 

职务: 政治部副主任 

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67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兴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编号: 48468 

序号：13 

姓名: 许湘东 

职务: 政治部副主任 (原任) 

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68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兴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编号: 48469 

序号：14 

姓名: 曲文 

职务: 保卫部长 (原任) 

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69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兴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编号: 48470 

序号：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6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6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6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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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曹伯如 

职务: 保卫部副部长 (原任) 

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70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兴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编号: 48471 

序号：16 

姓名: 张兵 

职务: 保卫部刑侦处长 (原任) 

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71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兴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编号: 48473 

序号：17 

姓名: 宗贵铭 

职务: 文化工作站站长 (原任) 

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73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兴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编号: 48474 

序号：18 

姓名: 崔荣辉 

职务: 文化工作站政治处主任 (原任)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7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7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7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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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74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兴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编号: 48475 

序号：19 

姓名: 章夏蹇 

职务: 文化工作站副站长 (原任) 

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75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兴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编号: 48476 

序号：20 

姓名: 郄连房 

职务: 军事监狱政治协理员 (原任) 

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76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兴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编号: 48477 

序号：21 

姓名: 朱福熙 

职务: 政治部秘书长 (原任), 现任第二炮兵政治部主任 

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74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7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7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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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77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兴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编号: 48478 

序号：22 

姓名: 汪卫忠 

职务: 保卫部安全处干事 

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78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兴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编号: 48479 

序号：23 

姓名: 邵挺 

职务: 所长 

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劳教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劳教所 

单位系统:司法 - 执行机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79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兴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编号: 48480 

序号：24 

姓名: 宋鸿喜 

职务: 保卫部现任副部长 

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单位系统: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7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7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7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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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
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80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兴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编号: 48481 

序号：25 

姓名: 刘伟 

职务: 保卫部现任副部长 

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81 

迫害案例:  

 追查南京军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兴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编号: 48965 

序号：26 

姓名: 梁守槃 

职务: 第一界名义理事 

单位: 中国邪教协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65 

迫害案例:  

  

编号: 49264 

序号：27 

姓名: 刘红岩 

职务: 法律教研室  

单位: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武警学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反邪教协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264 

迫害案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8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4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96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264

